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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ritasse.org.hk
明���服��址�

明�天�⻑者中⼼明�天�⻑者中⼼
�港明���服��港明���服�

收費�間�上午9�⾄下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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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y@caritassws.org.hk

開放�間�上午8�⾄下午6�

�址�天⽔圍天�邨服�設�⼤�1�

�話�3160 4100

傳真�3160 4101

出�⽇期�2023年1⽉

�刷�量�750�

督�⼈��巧兒(⾼�督�主�)

������員

2023年
2月
至
3月

天⽔圍天�邨�貴��下(附屬中⼼)

祝⼤家新體健康過農曆年!

農曆新年將⾄，少不免
會多吃⼀點，有痛⾵症
的⽼友記更要多加注意
飲⾷，多喝⽔，避免飲
酒，減低病發的⾵險。



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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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

痛風症是體內尿酸過多，尿酸鹽積聚於關節引致發炎疼痛，而尿酸

的來源主要是透過我們日常吃了含高「普林」成份的食物，經新陳

代謝後變成尿酸。痛風症通常會引致急性關節炎發作，初期最常見

是腳趾公的關節。痛風症發作時，患處會紅腫發熱及感到劇痛，未

確診的患者常會誤以為自己只是意外受傷而不知所致。若體內尿酸

持續不受控制，尿酸鹽會蔓延至其他關節積聚，如足踝、手指的關

節等，情況嚴重會引致關節變形。氣溫亦會誘發痛風症，低溫環境

有利尿酸鹽積聚，冬天時注意手腳保暖，減低發病的機會。

痛風症常見於男士，女士相對較少機會換上痛風症，原因是女性荷

爾蒙有助排走尿酸，但須注意並不代表女士不會患上痛風症。女性

患上痛風症的風險會隨年齡上升，由40歲以下患上痛風症的男女比

例為8:1，但到80歲或以上患上通風症的男女比例升至2:1。

要預防尿酸，應減少吃含高「普林」的食物，如動物內臟、貝殼類

海產，避免進食過量的豆類、冬菇，過量的肉類，家禽和魚類亦應

避免。含高「普林」的食物不止於以上例，如有感覺身體不適或有

疑似痛風的症狀應前往求醫，尋求醫生的專業意見。
參考資料:
衛生署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health_information/bones_and_joints/gout.html
明報健康網
https://health.mingpao.com/%E7%9F%A5%E5%A4%9A%E5%95%B2%EF%BC%9A%E7%97%9B%E9%A2%A8%E7%82%BA%E4%BD%95%E3%80%8C%E9%87%8D%E7%94%B7%E8%BC%95%E5%A5%B3%E3%80
%8D-%EF%BC%9F/

https://health.mingpao.com/%E7%9F%A5%E5%A4%9A%E5%95%B2%EF%BC%9A%E7%97%9B%E9%A2%A8%E7%82%BA%E4%BD%95%E3%80%8C%E9%87%8D%E7%94%B7%E8%BC%95%E5%A5%B3%E3%80%8D-%EF%BC%9F/


線上活動- �事三點三
⽇期�2⽉3�10�17⽇(星期五)
�間�下午3:15
�點�Youtube直�
�容���線上直�⽅式��享�事�訊�⻑者福利�訊�
�員�陳朗�先⽣

線上活動– 「�」做「�」健�
⽇期�2⽉7�14�21⽇(�星期⼆)
�間�下午3:15
�點�Youtube直�
�容���線上直�⽅式��享健��訊�病理⼩知識�
�員�陳朗�先⽣

義⼯��服�
⽇期�2⽉9⽇�3⽉9⽇（星期四）
�間�上午10:15
�點�中⼼活動室
�額�25�
�容�由國�社義⼯為會員提供��服���於��服��預先洗
頭��便義⼯�⾏��服��
費⽤�＄8
�員�鄒����

每⽉�湯�����蠔豉��湯
⽇期�2⽉16⽇（星期四）
�間�下午2:00
�點�中⼼活動室
費⽤�＄9
�容�����蠔豉��湯�
＊2⽉1⽇開�賣湯�＊�注意�湯只設�賣�⾛�沒�堂�＊
＊��⾃�環�袋�器⽫盛載＊
�員�鄒����

��獨寫意
⽇期�2⽉17⽇�3⽉17⽇(�星期五)
�間�上午10:15-11:00
�點�中⼼活動室
�額�10�
�容����會�享⽣活��訊�每⽉�⾏不同活動�⽀援獨居⽣活� 
對��中⼼獨居會員
�員���浩先⽣

中
心
活
動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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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活
動
介
紹

⾶��驗�
⽇期�2⽉20�27⽇�3⽉13�27⽇(�星期⼀)
�間�下午2:30-3:30
�點�附屬中⼼
�額�8�
�容��驗玩⾶�的�������增強參加者的⼿部�⾁ 。
 對��中⼼會員
�員�鄒�����陳朗�先⽣

男⼠�台
⽇期�2⽉24⽇�3⽉24⽇(�星期五)
�間��段⼀�上午10:15-11:00(義⼯組)
         �段⼆�上午11:15-12:00(盛年組) 
�點�中⼼活動室
�額�每�段6�
�容�義⼯組�每⽉�會��⾏義⼯培訓
          盛年組�每⽉不同主題�享�事�⽣活�個⼈興� 
對��中⼼男⼠會員
�員���浩先⽣

⽪⾰製作活動 (2-3⽉)
⽇期� 2⽉25⽇�3⽉25⽇ ( �星期六 )
�間�下午2:00-3:30
�點�中⼼活動室
�額︰8�
收費︰$20/�
�容�由⽪⾰義⼯組�授製作實⽤⽪⾰⼩物
對��⻑者 / ��者會員
�員�鄒����

「�動�����⼼� 」計劃 –
    椅⼦�珈

⽇期� 3⽉3�10�17� 24�31⽇�
          4⽉14�21�28⽇�
          5⽉5�12�19⽇�6⽉2�9⽇ ( �星期五 )
�間�下午2:30-3:30 (⼀共13堂)
�點�中⼼活動室
�額︰20� 
�容���學�椅⼦�珈�⿎�⻑者�成恆常�動�慣�改�⼼理健
�� 
對��⻑者會員
�員�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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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環境改善介紹
翻新前 翻新後

每⽉�湯�⽊���雞���湯
⽇期�3⽉2⽇（星期四）
�間�下午2:00
�點�中⼼活動室
費⽤�＄9
�容�⽊���雞���湯 。
＊2⽉16⽇開�賣湯�＊�注意�湯只設�賣�⾛�沒�堂�
＊��⾃�環�袋�器⽫盛載＊
�員�鄒����

每⽉�湯��⼦�雞����湯
⽇期�3⽉16⽇（星期四）
�間�下午2:00
�點�中⼼活動室
費⽤�＄9
�容��⼦�雞����湯�
＊3⽉1⽇開�賣湯�＊�注意�湯只設�賣�⾛�沒�堂�
＊��⾃�環�袋�器⽫盛載＊
�員�鄒����

3⽉專題⽉會

中
心
活
動
介
紹

星期⼆專題⽉會 星期三專題⽉會 星期四專題⽉會 星期五專題⽉會

3⽉7⽇
星期⼆

上午9:30
＊本場設��上直�

3⽉8⽇
星期三

上午9:30

3⽉9⽇
星期四

下午2:30

3⽉10⽇
星期五

上午9:30

�點�本中⼼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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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暢通易達洗手間，於2022年12月份已完成翻新工程。



���式
⽇期�2⽉2�9�16�23⽇(星期四)
�間�下午2:30-3:30
�點�附屬中⼼
�額�8�
�容��授�式�動 , �鍛���不同�⾁組群�促�⼼�同�⾁健
�為⽬的�
對����者�先
�員�利�儀��

易�棒�動
⽇期�2⽉7�14�21�28⽇(星期⼆)
�間�上午9:00-10:00
�點�中⼼活動室
�額�8�
�容�希���易�棒�動�驗� ,讓參加者�⼼得到⽀援�舒緩�
�關�痛症�
對����者�先
�員�利�儀�� 

護
老
者
活
動
介
紹

「天�早�」���動團
⽇期� 2⽉2⽇⾄3⽉30⽇ ( �星期四 )
�間�上午9:00 ⾄9:45 
�點�中⼼活動室
�容���早��動 , 和各位⻑者�享健��訊�⿑⿑�動�
對���展��者�先 
�額�15位
�員�陳永�����桂���

�六���ZONE- 中⼼看�
⽇期�2-3⽉ (部�星期六)
�間��活動�間表張貼的�段
�點�中⼼
�容�為���的��者提供短�間看�服��
  （須�少3天�預約登記) 
對���展��者 � 其被照�者 （��活動�經社⼯評估��） 
�員��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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사랑해요 �圓⿑⿑�
⽇期�2⽉13⽇（星期⼀）
�間�上午10:15-11:15 / 
   上午11:30-下午12:30 (�兩個�段可�)
對����者��展��者
�額�20位
活動�容�由義⼯���者製作�⼼�圓�⼀同享受�⼈��
�員��桂�����⾦����鄒����
 

護
老
者
活
動
介
紹

「��知�D」(線上直��)
⽇期� 2⽉8⽇�3⽉8⽇ ( 星期三 )
�間�下午2:30 ⾄3:00
�點�線上直��
(留意活動�由��專線Whatsapp傳��結予��者會員)
�容��線上直�的形式��享各種關於����訊�
對����者會員
�員��⾦����鄒����

�何��儲存�物
⽇期:2⽉8⽇(星期三)
�間:下午2:00-3:00
�點:附屬中⼼
�額:10�
�容:�何正確���使⽤�物
對�:��者�先
�員: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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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攤�超�FUN
⽇期�2⽉7⽇⾄3⽉28⽇( 星期⼆ )
�間�下午4:00 ⾄5:00 
�點�中⼼活動室
�容����碼活動 , 和各位⻑者�享健��訊��知訓練� 
對���展��者�先 
�額�15位
�員��春南����桂���



���⼀�之�興�動�驗
⽇期�3⽉22⽇（星期三）
�間�下午2:30
對����者
�額�8位
�點�附屬中⼼(�貴�)
�容��驗�興�動�讓��者放����減��
�員�鄒������⾦��� 

��者講座–⾃理�輕�
⽇期�3⽉15⽇ ( 星期三 )
�間�下午2:30 ⾄3:30
�點�中⼼活動室
�容�由衛⽣署���享⽤便宜的價錢�購健�的�物�
對����者會員
�額�20位
�員�鄒����

護
老
者
活
動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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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假期(�知��EASYEASY!!) 
⽇期� 2⽉26⽇ ( 星期⽇ )
�間�上午10:00-12:30 或 下午1:30-4:00 
�點�中⼼活動室
�容��析不同的⽇常⽣活����何為⾃⼰�被照�
者注���⽣活���知訓練�
對���展��者�先 
�額�每�20�
�員��桂���
 

��者講座– 識�識�識購物
⽇期�2⽉22⽇ ( 星期三 )
�間�下午2:30 ⾄3:30
�點�中⼼活動室
�容�由衛⽣署���享⽤便宜的價錢�購健�的�物�
對����者會員
�額�20位
�員�鄒����



活動

項⽬
�容 ⽇期 ⼈� �間 �員

�知訓練

�⼩組

(�四期) 
 

針對希�了�更�

提升或維��知功

�的⼈⼠�每��

不同的訓練主題�

�知活動��緩�

知�⼒���介紹

�知障�症之知

識�

(�星期四)
 

2⽉2�9�16�23⽇
 

3⽉2�9�16�23⽇
 
 

不�於10
⼈ (�⼈
�眾��

會評估�

先)

10:00-
10:45am

 

羅家熙

先⽣

「��記

憶�」 ─
�知訓練

⼩組

 (�四期)

針對�知�⼒�記

憶⼒�損的⼈⼠�

�����享為

主�融�了「�知

刺激療法CST」、
「懷緬治療」�的

��和元素� 向�
初步�知問題之⻑

者提供每�不同的

主題訓練�

(�星期四)
 

2⽉2�9�16�23⽇
 

3⽉2�9�16�23⽇
 

不�於8
⼈ (�⼈
�眾��

會評估�

先)

12:00-
12:45pm

 

羅家熙

先⽣

參加者於12月22及29日利用人工智能Stable Diffusion，

製作出精美的畫作及將畫作製作成聖誕卡~為節日倍添氣

氛，以下是組員透過人工智能繪製之部份作品：

延
智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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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做義⼯開⼼囉 !⼜幫到⼈�原來亦
幫緊⾃⼰睇⾒⼈�開⼼�⾃⼰⼜

會開⼼�是�件���所�我覺

得做義⼯是很���祝福天�中

⼼會員��健�! 世界和平 !⽇⽇
出嚟鍛鍊�����動����

猛!

���

�中⼼做義⼯可�識到很��朋

友�亦可�開放⾃⼰⼼境�⽽�

�義⼯服�的�容是⾃⼰�往未

曾���可��是服��⼈�亦

是學�和陪�⾃⼰興��

 

�開⼼幫到⼈�⾃⼰都開⼼�看�其

�義⼯⾨⼝派物��⾃⼰睇下睇下⼜

做埋⼀��便做了�廿年了��果⼤

家�興��可�加�義⼯⾏��

健強�

不經不覺�做了15年義�⼯作�做�
關於�⼈畫畫�寧�義⼯�家訪�友

記��物�上⾨�中⼼平���義⼯

計劃�我覺得做義⼯給予⾃⼰�⼤的

益��是��中�⾃⼰�變得更開

朗�祝福各位會員��健��曾中疫

的�友記都希�⼤家�量�動���

�理���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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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義工們正在準備新

春活動物資預備。

順��

�往因為想�⽤�間���由協助攤

位���到協助千歲��服�對於由

⼩孩到⻑者�記得社⼯�����了

我協助中⼼釣蝦活動���刻�協助

⼀位伯伯釣蝦�⼤家都玩得很開⼼�

在�亦祝福各位開⼼����恩!

鳳仙 + ⼩��

��間去幫⼈�其實是助⼈⾃助�記得我��⼀�

去�訪獨居�����收到禮物�常開⼼�但更開

⼼是���可傾�的對�關⼼�平�很少⼈願意傾

���受�另����被�訪者�會�義⼯⼀��

的知識�互相學者�互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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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6

服務單位定期計劃、檢討及評估本身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機

制，讓服務使用者、職員及其他關注的人士就服務單位的表現

提出意見。

標準 14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

標準 15
每一位服務使用者及職員均有自由申訴其對機構或服務單位的

不滿，而毋須憂慮遭受責罰，所提出的申訴亦應得到處理。

標準 16
服務單位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確保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

標準 10
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知道如何申請

接受和退出服務。

標準 11
服務單位運用有計劃的方法以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

標準 12
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知情下作出服務選擇的權利。

標準 13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

SQS「服務質素標準」
明愛天悅長者中心的SQS「服務質素標準」共有16項標準。訂明這16項標準的目的是為了提高
中心管理及提供服務應具備的質素水平。中心會透過不同的形式，例如是每月通訊，向各位老
友記同公眾人士定期分享中心不同的「服務質素標準」。



星期⼀ 星期⼆ 星期三

   

   

   

   

   

6 ⼗六 7 ⼗� 8 ⼗�

13 廿三 14 廿四 15 廿五

20 ⼆⽉ 21 初⼆ 22 初三

27 初� 28 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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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太極蓮花扇4   
10:15 開心曲藝A班4   
10:00 智能手機入門A班1   
2:00 如何安全儲存藥物   
2:30 護老知多D(線上直播版) 
3:00 瑜珈班(附)4    

9:00 太極蓮花扇5   
10:00 智能手機入門A班2   
10:15 開心曲藝A班5   
3:00 瑜珈班(附)5   

9:00 太極蓮花扇6
10:00 智能手機入門A班3   
10:15 開心曲藝A班6    
2:30 護老者講座- 識飲識食識購物     
3:00 瑜珈班(附)6  

9:00 長者太極A班4   
10:10 賽馬會「獅子山傳耆」口
述歷史戲劇計劃      
10:30 長者太極B班(附)4   
2:00 中國舞班4   

9:00 易筋棒運動 
10:00 簡易通訊A班1     
1:30 流行金曲班4    
3:00 拳擊班4   
3:15 悅做悅健康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9:00 易筋棒運動   
10:00 簡易通訊A班2   
1:30 流行金曲班5   
3:15 悅做悅健康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9:00 易筋棒運動   
10:00 簡易通訊A班3       
1:30 流行金曲班6   
3:00 拳擊班5   
3:15 悅做悅健康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9:00 易筋棒運動   
10:00 簡易通訊A班4       
1:30 流行金曲班7   
3:00 拳擊班6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9:00 長者太極A班7      
10:30 長者太極B班(附)7   
2:00 中國舞班7   
2:30 飛鏢體驗班(附)

9:00 長者太極A班5   
10:15 사랑해요 芋圓齊齊搓   
10:30 長者太極B班(附)5   
2:00 中國舞班5   
  

9:00 長者太極A班6     
10:30 長者太極B班(附)6   
2:00 中國舞班6      
2:30 飛鏢體驗班(附)     

1 ⼗⼀
9:00 太極蓮花扇3   
10:15 開心曲藝A班3   
3:00 瑜珈班(附)3   

#(附)代表附屬中心

2023年2⽉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

    

    

    

    

    

3 ⼗三 4 ⼗四

9 ⼗九 10 廿⼗ 11 廿⼀

16 廿六 17 廿� 18 廿�

23 初四 24 初五 25 初六

P A G E  1 3

2 ⼗⼆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2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2:30 復康八式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3   
10:15 義工剪髮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2:30 復康八式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4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1:00 保健靚湯組   
2:00 每月靚湯：
         蓮藕髮菜蠔豉豬骨湯    
2:30 復康八式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4   
9:00 2月美食班   
10:30 晴悅獨寫意   
10:30 線上口琴班4     
3:15 時事三點三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5   
9:00 2月美食班   
10:00 男士悅台   
10:30 線上口琴班5   
3:30 寧安義工活動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3     
10:30 線上口琴班3
2:30 長青班長會       
3:15 時事三點三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5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2   
10:30 線上口琴班2
11:50 粵劇敬老迎金兔2023   
2:30 愛心先鋒會議    
3:15 時事三點三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2   
10:00 中心看顧   
2:00 中心看顧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3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4     
10:00 皮革義工組聚會   
10:00 中心看顧
2:00 中心看顧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5   
2:00 皮革製作活動   
  

活動時間表

5 ⼗五

12 廿⼆

19 廿九

26初�
10:30 
護老者的快樂假期   
(認知快樂
EASYEASY!!)    
   
  



星期⼀ 星期⼆ 星期三

   

   

   

   

   

6 �蟄 7 ⼗六 8 ⼗�

13 廿⼆ 14 廿三 15 廿四

20 廿九 21 春� 22 闰⼆⽉

27 初六

P A G E  1 4

28 初� 29  初�

9:00 長者太極A班8      
10:30 長者太極B班(附)8   
2:00 中國舞班8

9:30 2023年3月星期二專題月會      
1:30 流行金曲班8   
3:00 拳擊班7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9:30 2023年3月星期三專題月會      
2:30 護老知多D(線上直播版)   
3:00 瑜珈班8 

9:00 太極蓮花扇8
10:00 簡易通訊B班2   
10:15 開心曲藝A班8       
2:30 護老者講座- 自理好輕鬆

2:30 飛鏢體驗班(附)   
 

10:00 簡易通訊B班1      
3:00 拳擊班8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10:00 簡易通訊B班3 
3:00 拳擊班(補堂)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4:00 外展攤爐超多FUN  

10:00 簡易通訊B班4      
2:30 護老鬆一鬆之
         新興運動體驗 (附)   
  

#(附)代表附屬中心

2023年3⽉

1 初⼗
9:00 太極蓮花扇7 
10:00 智能手機入門A班4     
10:15 開心曲藝A班7       
3:00 瑜珈班7 

    
 

2:30 飛鏢體驗班 (附)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6 廿五 17 廿六 18 廿�

23 初⼆ 24 初三 25 初四

30 初九 31 初⼗

3 ⼗⼆ 4 ⼗三

P A G E  1 5

9 ⼗� 9 ⼗四 10 ⼗五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7   
10:15 義工剪髮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2:30 2023年3月星期四專題月會   

9:30 2023年3月星期五專題月會      
10:30 線上口琴班7     
2:30 椅子瑜珈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8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2:00 每月靚湯：
　　 椰子煲雞粟米豬骨湯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9:00 3月美食班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7   
10:00 晴悅獨寫意   
10:30 線上口琴班8      
2:30 椅子瑜珈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8   
9:00 3月美食班   
10:00 男士悅台   
2:30 椅子瑜珈   
   
   

2:30 椅子瑜珈 

2 ⼗⼀
9:00 「天悅早晨」護老運動團   
10:00 認知訓練班(第四期)   
10:10 國畫班6   
12:00 開心記憶班(第四期)        
1:00 保健靚湯組   
2:00 每月靚湯：　　　　　　　　　　　　
　　木瓜雪耳雞腳豬骨湯 

9:00 烏克麗麗小結他6      
10:30 線上口琴班6      
2:30 椅子瑜珈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6   
10:00 中心看顧  
2:00 中心看顧

10:30 中心看顧   
2:00 皮革製作活動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7   
     

活動時間表

9:30 輕輕鬆鬆學粵曲班8     
10:00 皮革義工組聚會   
10:00 中心看顧   
2:00 中心看顧     
  



意⾒� 

大家好，我是利姑娘，祝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有緣再

見。

�健員

利羨儀��

人之相識相知、貴在相知知心，感君恩。別眾於壬寅之歲，月

正之尾(西曆2月28日)，不用訴離觴。陳某揮手自茲去，蕭蕭

班馬鳴。
⼀�活動幹事

陳朗�先⽣

��各位對本中⼼服�給予意⾒���你填�表格交回本中⼼或

��3160 4100 �我們�絡���⽀��
我們會在⼗四個⼯作天�回�� 

我們誠⼼誠意��你們的�⾳�

意見欄

提供意⾒者��� 

�絡�話� 

P A G E  1 6

人
事
變
動

凡 事 謙 虛 、 溫 柔 、 忍 耐 ， 用 愛 心 互 相 寬 容 。

以 弗 所 書 4:2愛謙卑忍耐

⻑�學院報�
•  2023年4-6⽉  •

報�⽇期�

�佈�繳費⽇�

3⽉27⽇⾄4⽉14⽇

4⽉19⽇⾄4⽉26⽇

開�索�課�報�表格�

可即�填寫報�表�投�抽��或�上(google)報��

課�登記⼈��超出�額所限�中⼼會��開抽�形式�抽出可報�⼈⼠��可報�⼈⼠在繳費⽇期�沒�繳付報�費�

���額�於4⽉27⽇��由中⼼�員��⽅可交費����注�＊


